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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 发展, 为经济增长增添了 新的亮点。伴 随扩招所 引发

的教学质量、
学生管理等问题,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解决这些 问题, 必 须以科学 的发展观作 指导, 增加财政 投
入, 强化质量意识,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转变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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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9 年开始的全国普通高校扩招带动了

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 缓解当前的就

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
的亮点。同时伴随扩招出现的一些问题, 如教育

业压力。这对正处在改革攻关的关键时刻, 又恰
遇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改革来说, 这几年的

教学质量问题, 也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如

缓冲期无疑将发挥重大作用。

何保持中国高等教育健康、
稳妥地发展, 为经济建

1999 年 6 月中旬, 朱

设和社会进步提供高素质的人才, 这是我们必须
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扩招政策出台的背景

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

院总理办公会, 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
模。同年 6 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召开的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朱

基同志向全国宣布了这

1998 年底, 正值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正试图

一决策。党中央、
国务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
除了汤敏所说的因素外, 还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

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当时, 一个广受关注

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

的焦点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时在亚洲银

才。1998 年我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 780 万,

行总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汤敏( 现任亚洲开发银行
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回中国, 看到亲戚因

占同龄人比例的 9. 8% , 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水平, 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 15%

孩子高考落选, 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

的水平, 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 我国

感, 汤敏从这点立即想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拉
动内需, 他认为, 在诸多的选择中, 扩大高校招生

也比 印度低许多, 我们需要 培养更多的大学生。
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
刺激内需力度大、
又能实现

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三是由于过去

群众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 于是他和夫人左小蕾

招生比例低, 录取人数少, 考大学难, 迫使基础教

写信给国务院领导, 建议在 3~ 4 年内将国内高校
的招生量扩大一倍, 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 同时

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 因此影响了素质
教育的全面推行。所以高校大幅度扩招适应了当

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 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

时的客观要 求, 也是民 心所向, 势在必 行。[ 1] 从

供贷 款。他 们估 算, 扩大 高校 招生 每 年可 增加

1999 年开 始, 全国各 地的高 校纷纷 扩大 招生规

1 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 同时可使每年 200 万

模, 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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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扩招的影响

大众化的目标。但从实际发展来看, 我国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目标已在 2002 年完成, 比国家修改后

( 一) 高校扩招的积极影响

的计划又提前了三年, 比原计划确定的 2010 年提

1. 高素质人才数 量大量增 加。仅普 通高校
1999 年、2000 年、
2001 年、2002 年四年共扩大招
生近 800 万人, 分别比上年增长 47. 4% 、38. 1% 、

前 8 年完成。
( 二) 高校扩招存在的问题
1. 扩招导致现阶段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质量

21. 6% 和 19. 46% 。到 2002 年全国 高校在校生

滑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校硬

达1 462. 52万人, 其中普通高校在校生 903. 36 万
人( 1998 年为 108. 36 万人) ,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件不足。由于近几年政府增加的财政投入远远跟
不上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 高校办学条件建设大

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每 10 万人中有

大落后于扩招速度, 难以满足高校扩招对教育资

大专以上学历层次的人员也由 1990 年的1 422人
增长到 2000 年的3 611人。经过四年的 大扩招,

源的需求。从总量上看, 全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有
了较大增长, 但是若以生均标准来计算, 实际上国

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也从 1998 年的 643

家的投入反而下降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的1 462. 52万人, 净增 800 多

看, 1997~ 2002 年全国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万人, 在校生人数四年中翻了一番, 创造了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直在 2. 5~ 3% 左右徘徊( 美国、
加拿大均超过
7% ) , 而同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

2. 对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 8. 8% 、7. 8% 、7. 1% 、8. 0% , 教育经费并没有

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 国家连续三年累计安排
高等教育国债资金达 70 多亿元, 拉动各方面配套

按相应的比例增长。与 1998 年相比, 2000 年全
国普通高校生均教学辅助用房减少了 2 平米, 生

投资1 200多亿 元, 额 外增加 中央本 级教育 经费

均图书占有量减少了 33 册,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470 多亿元。另外, 扩招给相应部门最终需求带

减少了 550 元, 这直接影响到扩招后学校的教育

来的增量, 带动了 129 多亿元的国民经济总支出、
173 多亿元的基建投入和 515 多亿元的社会总产

教学质量。以河北为例, 2002 年普通高校校舍生
均面积为 29. 8 平米, 比 1998 年少 11. 5 平米; 生

出[ 2] 。高校扩招使教育 产业得到国家 和社会前

均图书占有量比 1998 年少 60 册.

所未有的重视。

二是师资还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主要表现为:

3.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我国高
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由 1990 年的 3. 4% 、1998 年

师资缺口较大, 负荷过重。据统计, 全国普通
高校教师负担学生数, 1952 年为 7. 1, 1978 年为

的 9. 8% 提 高 到 2002 年 的 15% , 2003 年达 到

4. 2, 1988 年为 5. 3, 1998 年为 8. 4, 2000 年为 12。

17% , 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
的转变。按照美国学者马丁 特罗的观点, 高等教

河北高校教师负 担学生数, 1988 年为 4. 9, 1998
年为 8. 7, 2000 年为 12. 6, 2001 年为 18. 2, 2003

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毛入学率 15% 以下为精

年为 24. 8。大大超过国际生师比 14: 1 的平均标

英教育阶段, 15% ~ 50% 为大众化教育阶段, 50%

准。许多教师课时量过多, 平均周学时超过 20。

以上为普及性教育阶段。1998 年中国政府在 面
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中提出了到 2010

教师的主要精力用于上课, 不利于教师的科学研
究与知识更新。

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入学率接近 15% 的

高学历教师欠缺。据 1999 年统计, 全国普通

目标。鉴于 1998 年以来全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的态势, 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以及各地区社

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23 136人,
硕士学位100 492人, 总计占教师总数的 26. 7% 。

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

本科及其以下教师占 73. 3% 。需要注意的是还

育需求的强烈推动, 2001 年初, 我国政府在公布

有不少学历不合格教师, 专任教师中专科及其以

的 教育 事业发 展第十 个五 年计 划 中, 将 原定
2010 年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和入学率的目标进一

下学历有 20 055 人, 占 教师 总数的 4. 7% 。2001
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步要求提前五年实现, 即在 2005 年实现高等教育

的比例仅 占 29. 4% , 教师的 学历学 位层 次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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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年轻教师比例增大, 教学经验不足。据统计,

福利, 忽视对学校硬件建设投入; 偏重民办公助二
级学院的招生, 忽视对招收学生的管理。

1999 年, 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 35 岁以下年

3. 高校借债过多, 留下隐患。我国不少高校

轻教师有211 556人, 占教师总数的 49. 7% , 其中

通过从银行借款来发展高等教育, 少则几千万, 多
则十几个亿。这种现象在地方高校较为普遍。

30 岁以下教师117 406人, 占教师总数的 27. 6% 。
2002 年 35 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所占比例又有所提

4. 大学与高职院 校的学生 学费错位。据统

高, 超过 50% 。
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 除了高校对扩招没有

计, 2000 年普通高校收入中, 学费的比重最低为

做好充足的师资储备外, 主要原因还在于高校编

25% , 最高为 84% 。以河北为例, 2002 年学校收
入为 1. 1991 亿元, 其中学杂费收入为 0. 99724 亿

制的制约。再以河北省为例, 目前省属高校的编

元, 占学校收入比例为 83. 2% 。而世界主要发达

制是 1987 年核定的, 而当时有在校本专科生 6. 8

国家的高校, 学费所占比例均在 20% 以下, 并且
社区学院学费低廉。我国大学与高职院校的学生

万人。经过 16 年的发展, 省属高校本专科生超过
36. 6 万人, 硕士、
博士研究生8 930人。在校本专
科生翻了两番还多, 研究生增长了近 20 倍, 但是

学费错位, 高等职业学校学生 1 年的学费为 5000

学校的编制还停留在原有的基数, 高校只能用退
休教职工腾出的编制补充紧缺师资。编制已成为

平。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 2700 多元的广大农民
家庭来说, 几万元的学费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令人

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 必须尽快解决。

望而却步。对城市贫困家庭和广大的农民家庭的

三是生源素质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入学门槛降低。这在高职院校表现尤为明显。
生源素质的降低迫使学校降低课程学习的要求和

元, 大大高于我 国大学学 费 3000~ 4000 元的水

孩子来说, 过去上大学主要看分数、看能力, 而现
在又多了一项家庭经济实力的要求。这种大学入
门规则的变化, 如果国家没有一套相应的平衡机

毕业标准。( 2) 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 制

制和公平竞争环境, 很有可能出现越扩招贫困家

约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全国普通高中的办学

庭的子女越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情况。

规模已成为整个教育结构中相对狭小的一部分,

三、对策

形成了中间小两头大的不均衡格局。
表一

1998~ 2002 年普通高考录取率情况表
初中

年度

普通高中 普通 高中 普通高校 高考录

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作指导, 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以保证中国高等教育全

在校生

在校生

毕业生

招生数

( 万人)

( 万人)

( 万 人)

( 万人)

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此, 我们建议:

938

251. 78

108. 36 46. 1%

1999 5 811. 65 1 049. 71 262. 91

159. 68 63. 8%

1. 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机制, 切实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采取的措施包括:

2000 6 256. 29 1 201. 26 301. 51

220. 61 73. 2%

2001 6 514. 38 1 404. 97 340. 46

268. 28 78. 8%

2002 6 687. 43 1 683. 81 383. 83

320. 50 83. 5%

1998 5 449. 73

取率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扩招中的问题, 我们认

资料来源: 根据国 家教育部 1998~ 2002 年教育事 业
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2. 有些高校定位 不准。有 些高校在 教学条
件、
教学设备和师资水平尚不具备的情况下, 盲目
扩招, 贪大求全, 急功近利, 以数量换质量, 以短期
效应牺牲长远利益, 使学校走进后劲不足的误区。

( 1) 出台全国性的专业设置标准, 科学规范专
业设置。由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学会、
协会
设立专业审批咨询委员会, 邀请高校专家参与, 为
专业设置提供咨询、评估服务, 避免专业重复设置
和无序设置。
( 2) 对新建高职院校和专升本院校严格把关,
要重点审查其师资和教学设施。
( 3) 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体系, 对就业率低和
社会反映不好的专业要取消其招生资格。

主要表现为: 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追求多而全, 忽

( 4) 大力发展高中段教育, 进一步扩大高中规
模, 提高高考招生质量。

视特色专业和优势专业建设; 只注重提高教职工

( 5)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

侯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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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素 质和学历层次。强化对教师 的评估与考
核, 健全和完善教师的评估体系与考核制度, 把评

使高校把社会所需技能及时融于课程设置中。
( 2) 全面推行学分制。缩短高职院校的学制,

估和考核结果与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工资

实现高职课程与大学课程的顺利过渡与衔接, 构

晋级、
评优等直接挂钩。
( 6) 严格考试纪律, 加大对作弊学生的处罚力

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 3) 在大学一年级开设三门核心公共课程, 即

度, 保证高校毕业生的质量。建立试题库, 实行教

写作、
数学和逆向思维课, 以强化学生在上述方面

考分离, 保证考卷难度, 对基础课实行联校会考。

的训练, 提高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分析判断能力

严格考试纪律, 对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淘汰。
2. 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 使财政

和信息处理、
计算能力。
( 4) 推行双学位制度, 扩大学生就业选择范围

投入占高校收入的比例有较大增长。进一步改善

和机会。除医学院校外, 学生可用 5 年的时间从

办学条件, 增加对教学设备、
图书资料、科研与开
发的资助, 增强学校的发展后劲和造血机能。

学校获得双学士学位, 如主修工程的学生可辅修
经济或管理; 主修建筑的可辅修美术; 主修英语的

3. 加快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步伐, 全面

可辅修哲学或历史等专业。学生从二年级起便可

推行 人员聘用制改革, 变身 份管理为岗位管理。

选修另一专业的课程, 到第五年时集中攻读辅修

破除教师职称评定的终身制与教师隶属的学校所
有制, 实行社会选才, 优胜劣汰, 形成一种能促使

专业以满足第二学位的要求。
( 5) 设立大学企业合作项目, 为修完二年级课

教师主动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新机制。加

程的优秀学生提供到公司、
企业或其他部门实习

快高校编制改革步伐, 出台高校编制标准, 尽快核
定学校编制, 打破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 为学校自

的机会, 每次实习时间在 4 个月 左右( 或一个学
期) 。实习期间由接受单位付给学生工资, 并按本

主用人提供宽松发展环境。

单位 职工管理, 学生实习结 束后继续返校学习。

4. 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 加快培养复合型人

开设这种项目对开阔学生视野, 学以致用, 了解实

才步伐, 培养具有跨学科跨专业能力的通才。
( 1) 进一步密切企业、部门与高校的关系, 建

际工作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帮助学生确
定今后的就业方向很有意义。

立人才需求信息库, 沟通人才需求和培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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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creasing undergraduate enrolments from the scientific viewpoints
H OU Jian- guo
( College of Educat ional Scien ce, Hebei U niversit y, Baoding, Hebei 071025, China)

Abstract: Whereas the increasing undergraduat e enrolments since 1999 have helped w it h t 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 her educat ion and improved t he economic grow t h, the consequent teaching qualit y and m anagement have also att ract ed the social at tent ion. H ence t he author of t he paper proposes t hat t o solve t he
problems w e base on t he scient ific view point of developm ent ,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enhance the t eaching qualit y, reform educat ional syst em, and transform the educat ional conceptions.
Key words: scientific view point of development ; hig 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increasing enrolment

